15
105、12、19
一、【導師資訊】
(一) 【期末導師會報】12月21日(三)15:10 假活動中心二樓演講廳舉行，14：50開始
簽到，請導師準時參加。
(二) 【班會週】12 月 21 日-12 月 27 日請導師蒞班主持班會。配合品德教育宣導，本次
班會討論議題：「這學期，在全班共同努力之下，值得嘉許的具體成果有哪些？
還要改進的部份有哪些？」班會紀錄請詳實記載，會後請交至學務組李小姐處。
(三)【班級幹部遴選】 請於 12 月 30 日前至訊息網登錄幹部名單，紙本送回學務組。
(訊息網→學務資訊→下學期班級幹部)
(四)【班級幹部獎懲建議與學生操行加減分線上作業】
系統開放期間：12 月 5 日(一)至 12 月 30 日(五)
班級幹部獎懲建議作業：
＃流程:訊息網→導師班服務→班級幹部(獎勵選項)→輸入完畢→名單儲存。
學生期末操行分數加減分作業：
＃流程：訊息網→導師班服務→學生列表(每位同學可加（減）0-3 分)→輸入→儲存

二、【導師回饋問卷】為瞭解同學是否受到妥善照顧以及導師們的辛 勞，請同學自即日
起至 12 月 31 日至訊息網(學校首頁正修訊息網學務資訊導師回饋問卷
(智慧型手機、平板均可填答)針對學期以來接受導師照顧、呵護、關懷給予正面的
評價，讓導師們輔導得 更有衝勁也獲得更多的鼓勵與掌聲。
三、本學期就學貸款增貸部分(生活費、住宿費、書籍費)已入帳，未提供帳戶者請攜帶
證件至學務組領取支票。
四、【105學年度第2學期學雜費減免開始申請】
(一) 第一階段申請(送件)時間已截止。
(二) 第二階段申請(送件)時間收到學雜費繳費單起至106年2月19日(日)止
（減免申請表由訊息網登錄→左側學務資訊→學雜費減免系統填寫列印）
請持學雜費繳費單（勿先行繳費）、相關證明文件和減免申請表至學務組辦理，
更改餘額再行繳費或辦理就學貸款（未於規定時間內辦理者視同放棄減免資格，
不予受理）。
※依教育部規定，需依學生實際加退選後之金額核算補助金。故另有加/退選課
程會審核是否符合補助規定，退選課程依學生原繳費比例退費，加選課程則
須持單更改金額後繳費。

五、【105學年度第2學期就學貸款】申請時間為106年1月16日起至106年2月17止，辦理
就學貸款同學須將對保單繳回學務組才算完成註冊。（詳細資訊請至進修部網頁瀏
覽）
※同學如有增貸生活費、書籍費等需求，請提供個人帳戶節省領取支票後仍需親至
銀行存入的時間。
※貸款須視同學實際繳費情形而定，故學期中同學如有退選學分，退選金額將還款
台灣銀行(同學可於期中至台銀網站查詢實際貸款金額)
※電腦實習費不可貸款，如有該筆款項，請先至學務組修改註冊單再至銀行貸款。
六、
【寒假戶外活動調查表】為了瞭解同學於寒假期間參與戶外活動情形，俾利重大災害
發生時，能即時聯繫與協助處理，表單已於12月16日放在各班班級櫃內，請各班調
查寒假期間２日(含)以上的班級團體戶外活動，於105年12月30日(星期五)前將本表
繳回至圖科大樓一樓學務組劉教官，若沒有活動本表也要交回，也請再次叮嚀同學
旅遊時要注意安全。
七、第三次班會建議事項處 理回覆已公告於學務組網頁→校園資訊→班會建議答覆及學
務組公佈欄請同學前往查看。
八、班會專題討論「毒品會以何種偽裝、變裝方式吸引同學，降低同學防備心，該如何
做才不會受騙上當。」各班討論內容已公布於學務組的最新消息，歡迎前往瀏覽。
九、第三次班會記 錄繳交情形已經公佈於進修部學務組網站→導師相關資源位置，供導
師查詢。班會記錄尚未繳交之班級如下：
一年級：電子一甲、電機一丙、國企一甲、幼保一甲、金融一甲、妝彩一甲、妝彩一乙、時尚一甲、
數位一甲。
二年級：土木二甲、機械二乙、電機二甲、電機二乙、電機二丙、國企二甲、企管二甲、金融二甲、
休運二甲、資工二甲、妝彩二甲、餐飲二乙。
三年級：電子三甲、機械三乙、電機三乙、電機三丙、國企三甲、企管三甲、金融三甲、休運三甲、
觀光三甲、妝彩三乙。
四年級：土木四甲、電機四甲、資管四丙、休運四甲、時尚四乙、數位四甲。

校內外獎助學金
十、
【校外獎學金訊息】
行天宮急難救助,急難發生6個月內受理申請

校外獎助學金申請日期不一，請同學自行至學務組網頁瀏覽(進修部學務組→獎助
學金及就貸減免申請→各項獎助金→校外獎助學金)，申請資料請繳交學務組黃小
姐(分機2781)。
十一、
【教育部學產基金急難慰問金】
(一)學生本人連續住院滿 7 天以上(於事發 3 個月內)或有重大傷病證明(有效期間內)
(二)父或母有重大傷病證明(有效期間內)或家庭發生重大事故均可提出申請。詳細內
容可自行上網查詢(http://ppt.cc/jdyG)或洽承辦人:徐小姐 07-7358800*2295

幹部配合事項
十二、106 級畢業班個人學士照片 32 張暨光碟，預定於 12 月 19 日(一)晚上 19:20 時送
達學校，請各畢業班代表或班級幹部到學務組領取後，轉發同學。
十三、有回應第14週學務週報班級電子郵件聯絡員：
一年級：土木一甲、電子一甲、機械一甲、電機一甲、電機一乙、工管一甲、國企一甲、建築一甲、
資管一乙、幼保一甲、休運一甲、資工一甲、觀光一甲、妝彩一甲、時尚一甲、餐飲一甲
二年級：電子二甲、電機二乙、工管二甲、建築二甲、企管二乙、幼保二甲、資管二甲、資管二乙、
資工二甲、觀光二甲、觀光二乙、數位二甲、數位二乙、餐飲二乙
三年級：土木三甲、電機三丙、工管三甲、企管三乙、幼保三甲、觀光三甲、時尚三甲、餐飲三甲、
金融三甲、資工三甲、數位三甲
四年級：電子四甲、機械四乙、國企四甲、建築四甲、應外四甲、工管四甲、金融四甲、資工四甲、
觀光四甲、觀光四乙、時尚四甲、時尚四乙、數位四甲、創意四甲、二企四甲

十四、第十四週（12月11日至12月17）校園美化整潔競賽評比乙等班級如下，請服務股
長務必督促每日導值日生放學後完成教室整潔工作：
第 14 週資料統計期間【105/12/09-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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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13 以前申訴個案統計資料已修正

十五、近期教室打掃狀況有所退步，主要缺失以:桶內垃圾未倒、黑板未擦、地面垃圾未
掃最多。再次提醒：
(一) 值日生輪值表雖已於開學之初向全班同學宣導週知，惟仍有部分值日生未盡教室打
掃職責，請檢討改進，也請每日督導幹部務必每日宣布提醒當日及次日輪值的值日
生；若輪值的同學確有故意不盡責之現象，切勿姑息，逕至學務組填寫「值日生未
盡職責反映表」，學務組必依校規簽請處份。
(二) 到校後請即刻檢查教室清潔狀況，發現日間部遺留之垃圾未整理等情形，請即拍照
後透過Line傳送至「環保小蜜蜂csu1153」
，或至學務組填寫「日間使用教室未打掃

清潔反映單」
，我們都會定期將資料反映給日校或相關系辦公室，要求日間部同學
加強教室的打掃。反映的班級若有協助清掃乾淨者，當日經本組實施放學前檢查良
好者，該班級整潔分數予以加分；若當日未反映，經本組放學前檢查有缺失者，則
視為該班未打掃，予以扣分。
(三) 第1,2節課與第3,4節不同教室上課時，若前面班級在離開教室時未實施打掃，一
經後面接續使用的班級反映屬實者，扣減該班的競賽評比成績及懲處值日生。
(四) 各班收到粉紅色的缺失通知單，若有疑問或異議應請儘速於三日內至學務組說明，
逾期不予受理(請每日至學務組「各班班級櫃」領取資料的幹部若看到務必轉知當
事人知悉)。
(五) 教室若有變動或更換，於更換教室前先至教務組向郭守博先生填寫「教室異動申請
書」
，受理申請核准後知會學務組。若屬臨時性更換請於當日放學前知會學務組。
(未經申請及報備，私下更換教室時原排定的教室若有缺失責任由該班概括承受)。

宣導事項
十六、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停車位登記】請至總務處網頁或訊息網連結『車位登記系統』
登記截止日期： 12 月 18 日晚上 10:00 止(最後機會)
◎停車場管理系統匯入之資料是以同學本人登記並繳費完成而轉出之資料，請同學
勿自行私下轉賣車位，否則將依規定取消登記車位之資格。
十七、
【行善銷過】截止日期為12月30日，凡於學期中被懲處同學，請把握機會至學務組
申請（除打掃服務工作外，配合聖誕愛心活動亦可採捐贈20張11-12月份發票方式
辦理），請班長再次向同學宣導，曾因個人誤失受處份的同學請把握銷過機會。
※依「正修科技大學進修部學生行善銷過實施辦法」第五條：行善銷過考核區分：
(一)申誡：考核二星期(愛校服務一小時)。
(二)記過：考核一個月(心得一篇及愛校服務三小時)，違反菸害防制法者需參加菸
害防制講座或菸害防制宣導活動。
十八、
【交通安全】據交通部道安會統計，因車禍死亡人數，十六歲至二十四歲、即高中
至研究所年齡層，佔所有死亡人數約四分之一。每周平均有三點五名大學生因騎機
車車禍死亡，多數肇事者是超速肇禍，提醒同學，騎乘機車要遵守交通規則，不超
速更要配戴安全帽，畢竟安全才是回家唯一的路。
十九、
【菸害防制】班會有同學反映有人會在地下室停車場抽菸，地下室是密閉空間，吸
菸同學自私的只顧自已吸菸卻不顧他人的感受，提醒這些吸菸的同學，本校已是無
菸校園，不可在校園內吸菸，勿心存僥倖心態，教官會持續校園巡查，取締違規吸
菸，第 14 週取締違規吸菸人數總計 40 人：一年級 18 人、二年級 9 人、三年級 6 人、
四年級 7 人，凡吸菸者均依校規記小過乙次處分。

廿、
【紫錐花運動】新聞報導 21 歲郭姓女模特兒，至台北信義區的Ｗ飯店參加友人毒趴，
吸毒過量，雖緊急送醫仍回天乏術導致意外喪命。對此，前警大教授葉毓蘭在臉書
發文，表示「小模猝死不是意外，而是意料之中」
。提醒同學，千萬不要因為好奇或
朋友的慫恿下而接觸毒品，毒品所造成的危害甚至死亡都是意料中的事，請同學要
勇敢的向毒品說不。
毒品會以下列偽裝、變裝方式吸引同學，降低同學防備心：
香菸、跳跳糖、果凍、各式飲料包、知名梅餅、王子麵等都被偽裝過，甚至連補充
營養的維他命、運動散、胃藥等都有可能，甚至有「毒郵票」，防不勝防。
把握下列原則才不會受騙上當：
1.遠離是非場所及朋友的誘惑，勇敢向毒品說「不」。
2.食物、飲料若脫離自己的視線就不要食用。
3.少購買未有認證的商品，購買前再三確認內容物。
4.培養積極的生活態度與休閒活動。
5.查詢近期相關毒品新聞，才能夠有效的防範，提高警覺。
廿一、【學生團體保險】因疾病(有住院)、車禍、意外受傷(含急診、門診)，辦理保險
理賠申請需檢附的文件及「保險契約內容」
「保險須知」均公告於進修部網頁(校園
資訊→學生團體保險)。請自行上網查詢 http://ppt.cc/bawOV
廿二、
【失物招領】進修部接受之拾獲物品均暫時存放在學務組(日間拾獲則送至軍訓室)
若有遺失物品的同學可到學務組認領或於學務組失物招領專區(http://ppt.cc/1YMvp)
點閱查看，另夜間各教室清潔檢查時常拾獲多本教科書及鉛筆盒，因未書寫姓名
或學號等資料無法送還，建議所有同學應在個人物品上註記姓名、學號，俾拾獲
時能及時送返當事人。
廿三、
【校外停車】高雄市環保局南側停車場係該環保局向自來水公司承租土地作為洽公
民眾及員工停車使用，因臨近本校生活創意大樓，故經常發現本校學生於該處停
放汽機車，且在附近抽菸並亂丟菸蒂，嚴重影響洽公民眾停車及環境衛生，經環
保局來函要求改善，請同學們機車應停放校內停車場為宜，同時勿於該處所抽菸
及丟擲菸蒂，以維護校譽。
廿四、
【兵役資訊】明(106)年 1 月 1 日起民國 87 年次役男出境應經核准：
(一)依「兵役法施行法」第 48 條及「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 4 條規定，役齡男子尚未
履行兵役義務者出境應經核准。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民國 87 年次出生男子已屆
19 歲，具役男身分，如尚未履行兵役義務者，出國應經核准。不過，若於役齡前
的 18 歲之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境，出國並不需申請核准。
(二)內政部役政署業已規劃建置「役男短期出境線上申請作業系統」，新增非在學緩徵
役男，亦得線上申請短期出境，役男經系統查核無兵役管制情形者，即通知核准出
境，資料即時傳送移民署，役男可即時出境，以達到全年 365 天，全天 24 小時服
務，預計於 106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受理線上申請。
(三)現就讀國內學校在學緩徵役男，也可直接向移民署各服務站臨櫃申請，或連結至該
署網站辦理線上申請出境。
(四)詳情已公告於進修部網頁(進修部/學務組/學生兵役/兵役宣導
https://goo.gl/5YgX52)請自行參閱。

活動訊息
廿五、【品閱三好，幸福有感—抓住幸福的剎那】攝影比賽網路票選開始， 至 105 年 12
月 30 日截止。希望透過此活動讓大家更加注意到週遭的微小幸福，進而感受到生
命的喜樂，形成「幸福」的氛圍。投票位置: 進修部學務組網頁或直接連接:
http://120.118.165.132/voting/?ctNode=16105&idPath=8172_16105，凡本校教職員、學生都可
投票，請大家踴躍參與。
廿六、
【月光小曲】訂於 12 月 19 日(一)19:00-21:00 在海韻
之門前開唱，歡迎同學現場點歌、唱歌，在月光之
下，好友相伴，別有一番滋味！
廿七、
【聖誕送愛心】
(一)幸福の味舞台劇
1、時間： 12 月 22 日(四)19:20-21:00
2、地點：人文大樓正修廳
樓下座位已滿，樓上開放自由入場，參
獎品
數量
加同學自由入座，表演結束後再辦理公 序號
假。
1
CASIO FR100
1
(二)愛心咖啡
2
OZAKI 風潮機 HIFI 環繞喇叭
1
1.時間：12 月 19-20 日 18:30-21:00
3
APACER 32G 蜂蜜熊隨身碟
1
2.地點：海韻之門
4
Q PNP 黑米藍芽智慧運動手環
1
3.內容：請日間部咖啡藝術與創新飲調社
5
VR 手機虛擬實境機
2
調製咖啡，憑 11 月-12 月 20 張
6
7-11 禮券
12
發票兌換咖啡一杯。25 張發票兌
7
創意小禮
8
換咖啡一杯、摸彩券乙張。
8

鮮嫩多汁雞排

花些時間
花些時間閱讀

它是智慧的泉源。

花些時間思考

那是行動的燃料。

花些時間遊戲

它是青春永駐的秘訣。

花些時間安靜

那是尋自我的時刻。

花些時間去注意

那是幫助別人的契機。

花些時間給予

因為我們沒有時間自私。

花些時間去愛和被愛

那是生命最大的禮物。

花些時間對人友善

這是通往快樂之路。

花些時間歡笑

它是心靈的音樂。

花些時間夢想

那是塑造未來的材料。

100

